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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马懿在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问题整改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坚决整改提升
坚定不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 昨日，
郑州市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问题整改
工 作 推 进 会 召 开 ，省 委 常 委 、市 委 书 记
马懿出席会议并讲话。马懿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责任，自觉接受环
保督察，积极主动抓好问题整改，以问题
整改促进污染治理和环保工作水平不断
提升，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郑州
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靳磊、王跃华、马健、王鹏、万正峰、

史占勇等出席会议。
会议通报了河南农大养鸡场污染环
境问题有关情况，对进一步做好中央环
保督察“回头看”问题整改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马懿指出，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是
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效落实、改进
提升环保工作的重要举措，是对我们生态
文明建设的一次全面检阅和有力推动。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

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和省
委、省政府要求上来，把自觉接受环保督
察、主动配合督察、认真抓好督察问题整
改作为一项严肃的政治纪律、作为改进提
升工作的重大契机，全力支持配合中央环
保督察组的工作，绝不能有任何抵触情绪
和应付过关的心态，切实做到思想上高度
重视、
态度上认真接受、
行动上积极配合。
马懿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抓
好整改提升。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的
问题，不仅要全面认领、逐一整改、经得起

检验，而且要举一反三，深入排查类似问
题，分类抓好集中整治，不断扩大整改成
效。要严肃纪律，严格落实工作责任、整
改责任，对态度不端正、措施不落实和虚
假整改、敷衍整改、表面整改等现象，坚决
从严处理，以严肃问责促进各级履职尽
责。全市上下要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
坚持标本兼治，完善工作措施，不断提升
我市污染治理和环保工作水平，坚决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为郑州发展奠定更为坚
实的生态环境基础。

马懿在全市工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把握阶段任务 突出结构调整 加快产业转型
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俊礼 张昕） 昨日，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工业发展工作座谈
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马懿出席会议并
讲话。马懿强调，要准确把握郑州发展的
阶段形势和任务，把先进制造业发展摆在
突出位置，加强领导，集中精力，加快结构
调整、产业转型步伐，不断做大做强先进
制造业，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郑州长
远发展打好产业基础。
靳磊、王跃华、马健、王鹏、万正峰、
史占勇等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前5个月工业运行、
工业项目
建设等情况，
协调解决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
研究部署下一步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 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进一步理清
马懿指出，
先进制造业是产业的基础支
思路、明确重点、抓住关键，推进先进制造
撑，
是区域竞争力的根本体现，
是培育现代
业更好更快发展。在政策引导上，要以
化经济体系的重中之重。当前，
郑州正处于 “中国制造 2025”为指导，进一步完善先进
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关键阶段，
正处于
制造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方向，优化产
新旧动能转换的攻坚阶段，
稳增长、
调结构、 业布局，突出主导产业集群发展，突出科
促转型的任务艰巨。全市上下要切实增强
技创新引领，制定扶持引导政策，加快产
责任感、
危机感、
紧迫感，
把先进制造业发展
业结构调整步伐。在创新服务上，要以支
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
持之以恒、
紧抓
持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为着力点，学习借
不放，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以现
鉴外地先进经验，在降低成本、要素保障、
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政务服务等方面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不
马懿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新
断优化企业发展环境，为项目建设创造良
发展理念，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围绕更好
好条件。在基金运行上，要突出专业化、

我市逾近 9000 人
参与女性终身学习计划
本报讯（记者 李爱琴） 昨日，全国妇
联宣传部副部长朱晓征带领调研组一行
莅郑，就我市“精彩人生——女性终身学
习计划”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调研。市委常
委、副市长谷保中陪同。
当天上午，调研组一行在郑州市妇女
儿童活动中心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
作汇报。下午，调研组一行来到上街区，
实地调研巾帼向阳花宣传队、巾帼志愿
服务、绿城妈妈项目、儿童之家项目开展

情况。
据介绍，去年，全国妇联宣传部联合
国家开放大学开展了“精彩人生——女性
终身学习计划”，郑州市作为第二批十个
试点城市之一，重点发力推进，广泛发动
全市各界女性参与，截至 6 月 11 日，全市
已上线注册学员 8755 人。
谷保中表示，郑州将以此次调研为契
机，进一步实施好“精彩人生——女性终
身学习计划”，服务妇女学习，促进妇女素

质提升，为全面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凝聚磅
礴女性力量。
朱晓征对郑州市妇女儿童工作取得
的成绩表示肯定。她说，郑州市妇联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服务妇女，在妇女思想引
领、建设“网上妇女之家”、开展家庭文明
建设、妇女儿童维权等方面积极推进妇联
改革，有成效，有亮点，值得推广。朱晓征
一行还为我市首批女性终身学习计划教
育实践基地授牌。

市领导调研防汛工作

采取有力措施 确保汛期安全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 昨日上午，市
委常委、组织部长焦豫汝带领市水务局
等 部 门 负 责 人 ，到 中 原 区 调 研 防 汛
工 作。
焦豫汝先后来到桐柏路建设路口积
水点、须水河柳湖、南水北调水泉沟渡槽
等地，详细了解隐患排查治理、应急预案
制定、抗洪物资储备、应急分队组建等方

面情况，并听取有关汇报。
焦豫汝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工作
形势严峻、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她要求，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时刻紧绷防汛这根弦，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采取
有力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部位、薄弱环
节，健全体制机制和防御措施，全力打造

科学、有效的应急防御体系。要逐级强化
督导检查，层层细化落实责任，注重工作
衔 接 ，确 保 防 汛 责 任 环 环 相 扣 、到 岗 到
人。要深入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到位，防患于未然；
对可能出现的险情，要做到心中有数、手
里有招，一旦发生险情，及时果断妥善地
予以处置，
确保安全度汛。

市场化，建立健全产业引导基金运行机
制，充分发挥好产业引导基金的作用。在
项目推进上，要梳理一批重点跟踪推进的
重大产业招商项目，坚持专人专班、盯紧
盯牢、持续跟进、全力保障。在工作统筹
上，要完善产业发展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加强对全市产业发展的统筹协调，充
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
有序高效抓好各项工作的推进落实。全
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站在对长远发展负
责的高度，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钉
钉子的精神抓好产业培育，负责任地为郑
州长远发展贡献力量。

依法行政考核郑州连续
3 年优秀获省政府表彰
本报讯（记者 张竞昳） 昨日，记者
从省政府法制办获悉，我省近日通报表
彰了全省依法行政工作先进单位，对
2015~2017 年连续 3 年在全省依法行政
考核中获得优秀等次的郑州市政府等
3 个省辖市政府、两个省直管县（市）政
府、
11 个省直部门进行通报表彰。
据介绍，2015 年，我省开始对全省
18 个省辖市政府、10 个直管县（市）政
府和 49 个省直部门的依法行政工作进
行全面考核，包括履行政府职能、制度
建设、重大行政决策、推进服务型行政
执法、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行政权力
监督、政务公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依
法行政能力建设、依法行政推进机制等
十项内容。2017 年，为进一步服务工
作大局，特别增加了“放管服”改革和生
态环境保护等内容，并将防范和惩治统
计造假、
弄虚作假纳入考核内容。
记者了解到，经统计，在全省依法
行政考核中，2015 年共有 30 个单位获
评优秀等次，2016 年共有 29 个单位获
评优秀等次，2017 年共有 32 个单位获
评优秀等次。其中，郑州市政府等 16
个单位连续 3 年榜上有名。

